


一百年來，黨堅持性質宗旨，堅持理想信念，堅守初心使命，勇

於自我革命，在生死鬥爭和艱苦奮鬥中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付出巨

大犧牲，錘煉出鮮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精神

譜系，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不斷提

高，正領導中國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可逆轉地走向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無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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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毛澤東同志指出：「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鄧小平同志說：「共

產黨人幹事業，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

強調：「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不但要有強大的真理力量，

而且要有強大的人格力量」。

歷史充分證明：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精神，就會失去凝聚力。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精神的支撐，必將一盤散沙。一個共產黨員如果沒

有精神和理想信念，就會得軟骨病，就會失去先進性，最終失去戰鬥

力。一個人如果精神頹廢、不思進取，失去了追求和動力，必將一事

無成。無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還是一個人，丟了精

神，便丟了一切。

對於一個政黨來說，其歷史高度從根本上取決於其精神世界的高

度。黨的政治品格、理論高度及其道德品格，最終決定黨在全社會和

人民心中的歷史地位。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來的偉大實踐證明：唯有精

神的磅礴力量，能夠使黨永遠站在人民幸福、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和

平進步的制高點上。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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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品格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來，歷來高度重視精神的鍛造和培養，

黨的偉大精神是保證我們黨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從勝利走向勝利

的根本力量。一百年來，黨的領袖歷來強調要弘揚黨的偉大精神。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1

，他要求「共產黨員

一定要有朝氣，一定要有堅強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難和用

百折不撓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難的精神」
2

。鄧小平同志說，如果一

個共產黨員沒有革命精神，「就決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
3

。 

江澤民同志強調：「一定要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那麼一股勁，那麼一種

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
4

。胡錦濤同志也多次提出要「堅定革

命理想，振奮革命精神」
5

。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歷史和黨的革命精神研

究高度重視，對中國共產黨偉大精神進行了一系列系統闡釋，特別是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一百年

1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62頁。
2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47頁。
3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68頁。
4 江澤民：《在紀念抗大建校六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6年 6月 1日。
5 《胡錦濤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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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

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

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
1

習近平總書記

鮮明提出偉大建黨精神並做出深刻理論闡釋，標識了中國共產黨革命

精神的源頭和起點，對於我們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和精

神品格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偉大精神的內在品格

中國共產黨偉大精神是我們黨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

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培育形成的。

首先，中華民族精神的傳承是黨的精神形成的歷史淵源。從歷史

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不是空中樓閣，而是立足

中華大地、汲取幾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產物，是對中華民族偉大

精神的傳承和時代發展。

其次，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是黨的精神形成的實踐

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告訴我們，任何精神都不是從天上掉下

來的。實踐發生在哪裡，精神就在哪裡形成，越是偉大的實踐，就越

能夠鍛造偉大的精神。

最後，黨重視自身建設和革命的品質是重要內在動因。從內因和

外因的觀點來看，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自覺是一系列偉大精神產生的

1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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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因素。在內因和外因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下，鍛造形成了偉大

建黨精神與黨的精神譜系的鮮明內在品質。

在黨的精神譜系中，雖然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精神都有自己的

鮮明特色和特定內涵，但各種精神也都蘊含着不變的「內核」和「基

因」，蘊含着黨的堅定信念、根本宗旨、優良作風，凝聚着中國共產

黨人追求真理、堅守理想、艱苦奮鬥、犧牲奉獻、開拓進取的偉大品

格。這些不變的「內核」和「基因」，是黨的偉大精神的內在品質，

是認識和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基因密碼」。這些內在品質和特徵突出

表現為：

始終堅持真理。中國共產黨自從誕生起就是一個追求真理並堅持

真理的新型組織。不斷追求真理，始終堅持真理，與時俱進創新發展

真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理論品格。正如李大釗所說：「人生最

高之理想，在求達於真理。」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遭遇過無數的艱

難曲折，正是因為黨在黑暗中苦苦尋求真理，在曲折中能夠始終堅持

真理，並在堅持真理中發展真理，才在一次次失敗後重新奮起，在吸

取深刻歷史教訓之後，勇敢地糾正自己的錯誤，重新走上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征途。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成果永遠是指引我們前進

的燈塔，是不斷克服前行困難的真理力量。

始終堅守理想信念。堅信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

不斷前行的強大精神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

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把實現共產主義確立為最高理想。在我們黨

的百年奮鬥歷史中，無數共產黨人勇往直前、不惜流血、慷慨犧牲，

靠的就是共產主義信念，為的就是崇高的革命理想。毛澤東同志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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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讀了不下

100遍。他曾經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接受馬克思主義，

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周恩來同志

堅守共產主義信仰一生不動搖，他說：「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

都以誓死不變的共產主義精神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正如習近平總

書記所指出的：「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有無數共產黨

員為了黨和人民事業英勇犧牲了，支撐他們的就是『革命理想高於

天』的精神力量。」
1

正因為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中國共產黨在長期

艱苦卓絕的奮鬥中，歷經曲折而不畏艱險，屢受考驗而不變初衷，由

小到大，由弱變強。正是因為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中國共產黨才凝

聚起中華民族的磅礴力量，取得了令世人驚歎的偉大成就。歷史已經

證明，理想信念是黨的革命精神能夠經受長期考驗而屹立不倒的「頂

樑柱」。

始終牢記初心使命。為甚麼建黨？入黨為甚麼？是衡量一個政黨

性質的試金石。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解救勞苦大眾作為神

聖的初心和使命，義無反顧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題不懈奮

鬥。在不同時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都無一例外地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革命戰爭

年代，毛澤東同志曾為遼西戰役時不拿老鄉蘋果的戰士們所感動，認

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裡頭出來的」
2

。從延安時期強調「為

人民服務」，到改革開放新時期強調「以人為本」，再到中國特色社

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第 414 頁。
2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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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

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在偉大抗疫鬥爭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民

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深刻體現了堅定的人民性。

我們黨的偉大精神，生動見證了黨的初心和使命。

始終敢於擔當。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探索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道路，艱苦求索。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

矢志不移踐行初心、擔當使命。鐵肩擔道義，是對共產黨人的最好寫

照。從建黨之初黨的先驅者們組織工人開展各種鬥爭，到轟轟烈烈的

大革命，從黨發起工農運動，到領導全民族抗戰乃至解放戰爭，我

們黨始終帶領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依靠人民推翻了反動統

治，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

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

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進入改革開放新

時期之後，黨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並團結帶領

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黨始終

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信自強、守

正創新」，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創造了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

始終不怕犧牲。不怕犧牲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意志品格，共產

黨人在長期的鬥爭中始終堅守。要實現共產主義，完成解放全人類的

歷史使命，必須隨時準備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生命。中國共產黨人的犧



006

中國共產黨精神品格

牲精神是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產生的。從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

到鐵人王進喜提出「寧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再到

王傑提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都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境

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一切偉大成就都是接續奮鬥的結果，

一切偉大事業都需要在繼往開來中推進。」
1

「世界上沒有哪個黨像我

們這樣，遭遇過如此多的艱難險阻，經歷過如此多的生死考驗，付出

過如此多的慘烈犧牲。」
2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黨

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犧牲，才換來了今天的一切幸福生活。

始終敢於鬥爭。敢於鬥爭、勇於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

質要求，是我們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習近平總書記

指出：「我們黨為甚麼能夠在現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反覆較量中脫

穎而出？為甚麼能夠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

主心骨？根本原因在於我們黨始終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認

並改正錯誤的勇氣，一次次拿起手術刀來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

自己解決了自身問題。」
3

而我們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是因為

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外，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

一百年來，在應對各種困難挑戰中，我們黨錘煉了不畏強敵、不懼風

險、敢於鬥爭、勇於勝利的風骨和品質。這是我們黨最鮮明的特質和

特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作為百年大黨，越是長

期執政，越不能丟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色，越不能喪失自我革命精

1 習近平：《在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上的講話》，《求是》2020年第 19期。
2 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1年第 7期。
3 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8年版，第 3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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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特別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戰略佈局，必須居安思危，不斷增強憂患，對於可能動搖黨的根基、

阻礙黨的事業的問題，必須以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克服；必須敢

於鬥爭，善於鬥爭，用於戰勝一切風險挑戰。

始終對黨忠誠。對黨忠誠是我們黨最鮮明的政治品格。《中國共

產黨第一個綱領》規定的入黨標準指出：「凡承認本黨綱領和政策，

並願成為忠實黨員的人」，才能「成為我們的同志」，且「在加入

我們隊伍之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

繫」。黨的十九大通過的《黨章》特別強調，發展黨員必須把政治標

準放在第一位，共產黨員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不惜犧牲個人的一

切。對黨忠誠與對人民忠誠本質上是高度一致的。中國共產黨與其他

政黨的一個根本性區別就在於我們黨深深扎根最廣大人民群眾，堅持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黨從成立時起，就下決心與廣大群眾緊緊

在一起。一百年來，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發展

改革穩定任務，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依靠人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

勝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1

，這是對偉大建黨

精神的創造性繼承和弘揚，彰顯了黨的領袖崇高的政治品格和人民

立場。

始終勇於創新。創新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華民

族不斷前進的不竭動力。一百年來，創新貫徹中國共產黨艱辛奮鬥的

始終，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偉大精神的重要品質。從開天闢地創黨建黨

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年版，第 1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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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發動武裝鬥爭，從井岡山鬥爭到毛澤東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

路，從遵義會議堅持從紅軍長征的實際出發開展軍事鬥爭到取得抗日

戰爭勝利，從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到改革開放，再到提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無一不是勇於創新的結果。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

改革開放精神、特區精神都飽含創新的元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更是在繼承和創新中形成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從創

新廣度來看，它涵蓋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

個領域，而且在每個重要方面都體現着全新的視野，提出一系列新觀

點新判斷新舉措。從創新深度而言，它既堅持老祖宗又講新話，提出

一系列具有原創意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統籌推進「五位一體」

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增強「四個自信」，樹

立「四個意識」，實施「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

美好願景，等等，都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獨

特理論價值和開創性意義。

始終實事求是。偉大建黨精神與黨的精神譜系都是以科學理論

為指導，以社會實踐為基礎，它既仰望星空更關注腳下，體現着正確

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具有鮮明的科學特質和現實指向。比如，

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都強調「從實際出發」，大慶精

神突出「講求科學」，抗震救災精神、偉大抗疫精神都要求「尊重科

學」。這都充分彰顯了黨的革命精神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

和務實態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偉大事業都需要在承前啟後、

繼往開來中推進。弘揚黨的精神，就必須準確把握其實事求是、與時

俱進的科學品質。綜上所述，偉大建黨精神和黨的精神譜系，不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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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同領域的革命精神雖然都有自己的鮮明特質，但各種精神也

都蘊含着許多相同的內在精神品質，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基因密

碼」。學習黨的歷史，就要堅守革命精神的內在品格，大力弘揚黨的

革命精神和艱苦奮鬥精神在當下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

二、中國共產黨偉大精神的歷史特徵

（一）偉大建黨精神與黨的精神譜系形成和產生在創黨建黨

過程中，發展貫穿於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全過程，覆蓋偉

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方方面面，具有生動

鮮活的實踐性

首先，我們黨的一系列精神，是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帶

領人民在波瀾壯闊的革命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按照唯物主義基

本原理，實踐發生在哪裡，精神便會在哪裡孕育和形成。自 1921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歷了難以想像的苦難和

犧牲，用熱血和生命譜寫了中華民族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壯麗詩篇。沒

有「工農武裝鬥爭」的實踐，就沒有井岡山精神；沒有爬雪山、過草

地、渡險灘、闖天險的實踐，就不會產生偉大長征精神；沒有共產黨

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和淫威前的英勇鬥爭和浴血奮戰，也不會凝煉出

紅岩精神；等等。所以說，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民族

獨立和人民解放，集中表現了以浴血奮戰、百折不撓、不畏艱險、堅

守信念、敢於犧牲、勇往直前為重點的鬥爭精神；在和平建設年代，

面對貧窮和落後，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集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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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自力更生、發憤圖強、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為重點的創業精神；

在改革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國家富

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集中體現了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銳意

進取、求真務實為重點的改革創新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人

民自強自信、守正創新，集中體現了偉大的時代精神。即使是同一個

歷史時期，因為處於不同的奮鬥階段，面臨不同的任務要求，中國共

產黨人培育形成的精神也各有特色、展現出各自的實踐特徵，並且成

為推動革命事業不斷向前發展和取得最終勝利的精神支撐。比如，在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井岡山精神突出強調開創新的道路，西柏坡精

神強調革命勝利後黨的自身建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大慶

精神、鐵人精神強調艱苦創業，雷鋒精神強調在平凡的工作中服務人

民。在改革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改革開放精神強調推動

改革創新，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強調萬眾一心戰勝困難。

其次，中國共產黨人把真理的力量、理想的力量轉化為人格的力

量，是通過具體實踐來實現的。因而，使黨的精神譜系中每一種精神

都以立體的方式呈現出來。從理念內容上講，每種精神都有豐富的內

涵和呈現方式。比如，長征精神就包含着理想信念、不怕犧牲、實事

求是、團結和依靠群眾等內容；延安精神包含抗大精神、整風精神、

張思德精神、南泥灣精神、白求恩精神等精神的共同元素。

從理論和實踐的關係角度講，每種精神的內涵都是從大量看得

見、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體人物事件或重大決策過程中抽象出來

的。每當我們談到建黨精神，我們就會想到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

等人對救國真理的多方尋求和反覆比較，想到那代共產黨人敢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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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開天闢地的信仰選擇。說到井岡山精神，我們就會想到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景象，想到毛澤東在八角樓的燈光和朱德的那根扁擔。說

到長征精神，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血戰湘江、遵義轉折、四渡赤水以

及飛躍大渡河、突破天險臘子口，等等。再比如，說到抗美援朝精

神，我們自然忘不了黃繼光、邱少雲、羅盛教等烈士。如果只有理念

口號，而不落到實處見人見事，那樣的精神是感動不了人、影響不了

人的。說到底，沒有生動的實踐，就談不上偉大精神。習近平總書記

指出：「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

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要注意把我們所提倡的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

聯繫起來，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
1

生動具體的黨的精神譜

系，無一不是落細落小落實的歷史存在，這樣才可能匯聚成為後人長

久感知和領悟的精神河流。

（二）偉大建黨精神及其一系列精神譜系形成於不同的歷

史時期，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性

偉大建黨精神與黨的一系列革命精神是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

實踐的產物，必然隨着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跟隨時代步伐

得到充實擴展，不斷創造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精神。比如，革命戰爭

年代的不怕犧牲、敢於鬥爭的精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萬眾一

心、眾志成城、團結互助的精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

時期展現出的解放思想、銳意創新的精神、新時代的守正出新精神都

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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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刻着深深的時代烙印。再比如，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抗洪精

神、抗震救災精神等都是黨的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與時代精神相結

合的產物，體現了黨的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與時俱進及其強大的生

命力。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是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的

偉大實踐中產生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主觀臆想出來

的，而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

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基礎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進行艱辛理論

探索的成果，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創新創造的智慧結晶。」 
1

（三）偉大建黨精神與黨的精神譜系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

化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形成的，並立足於中華民族精神和優秀

傳統文化，具有顯著的繼承性

我們黨的革命精神，是在長期奮鬥中培育形成的，是在馬克思

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產生和發展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

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黨的理論創新的閃光點和精華。我們黨的革命精

神的培養形成，從思想根源來看，源於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偉大思想

和高尚品格。自《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得到

廣泛傳播，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極大地推進了人類

的文明進步。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的形成更是產生

1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求是》2018年第 1期。



013

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品格

了深刻影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逐漸為中國革命者所接

受，使中國革命有了科學的理論武器，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同

時也為我們黨形成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提供了理論基礎。

我們黨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同時，也促進了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黨的革命精神在充分吸收馬克思

主義先進思想的同時，也吸收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人

強大的人格力量既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和發揚，也是中華兒女家

國情懷的繼承和發展。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有許多為國獻身、為民請命的人，就有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就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的崇高境界。這些為官、為士之道所體現的家國情懷，

也為中國共產黨人所繼承和發揚，在黨的精神中有諸多體現。

（四）偉大建黨精神與黨的精神譜系來之不易，是在艱苦

卓絕鬥爭中焠煉出來的，是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中國共

產黨人獨有的「基因密碼」，具有不可替代性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正是一代又一代具有堅

定理想信念的共產黨人，為了國家的獨立富強，為了人民的事業，不

惜拋頭顱灑熱血，艱苦奮鬥，矢志不渝，一往無前，在中國革命、建

設、改革的進程中奠定了黨的偉大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黨的

奮鬥史，就是一部練就共產黨人高尚人格和精神品格的歷史。黨的革

命精神是貫徹落實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的重要基礎，

也深深凝聚着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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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精神，只有善於不斷挖掘這些鮮活的歷史材料，使黨的革命精神以

更加生動的方式展現，才能夠使黨的革命精神發揮更加震撼人心、塑

造靈魂的作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

我們黨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堅

持把真理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不斷轉化為人格的力量，

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展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鮮活的感染力。中國

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是無產階級政黨崇高理想和信念追求的充分體

現，是黨的革命精神的真實反映。

三、中國共產黨偉大精神的時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我們要繼續

弘揚光榮傳統、賡續紅色血脈，永遠把偉大建黨精神繼承下去、發揚

光大。在新的歷史征程上，我們要教育引導全黨大力發揚紅色傳統、

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始終保持革命者的大無畏奮

鬥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偉大建黨精神是指

引我們黨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奮勇拚搏、開拓進取的無窮

精神資源，是我們黨長期的精神財富。新時代，偉大建黨精神和一系

列的精神，仍然是我們黨加強黨的建設、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

有力武器。必須結合新的實際，從黨的革命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回顧歷史，我們黨的百年偉業就是在艱苦奮鬥中幹出來的；展望

未來，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第二個一百年的歷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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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開啟，道路依然曲折。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還會面對許多艱難

的雪山、草地，還會遇到許多艱險的婁山關、臘子口。我們要不斷弘

揚偉大建黨精神，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不斷激發拚搏力量，為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

懈奮鬥。

一是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頭腦，堅持真

理、堅定理想，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提供強大精神動力。新征

程上，堅持真理、堅守理想，就是要不斷堅持和弘揚馬克思主義的真

理力量，就是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頭腦、指導

實踐、推動工作。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

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

時代、引領時代，繼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

義。要進一步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

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使馬克思主義在不斷與時俱進中不

斷保持強大的生命力。

二是要矢志不移踐行初心，擔當使命，始終牢記黨的宗旨，不斷

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一路走來，

經歷了無數艱險和磨難，但任何困難都沒有壓垮我們，任何敵人都沒

能打倒我們，靠的就是千千萬萬黨員的忠誠；中國共產黨來自於人

民，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人民是我們黨的根基，是我們黨最大

的底氣，是我們強黨興國的根本所在。新的征程上，實現新時代黨的

歷史使命，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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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

始終以人民為中心，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着力

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

三是要發揚不怕犧牲、英勇鬥爭的精神，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上，我們還會遇到許多

新的「婁山關」「臘子口」，還有很多急難險灘，必須增強憂患意識、

始終居安思危，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

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

的新矛盾新挑戰，充分認識偉大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增

強鬥爭意識、練就鬥爭本領，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

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亮劍，在歪風邪氣

面前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

四是要始終對黨忠誠、不負人民，不斷錘煉忠誠、乾淨、擔當

的政治品格。新時代、新使命，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旗幟鮮明講政

治，做到對黨的信仰忠誠、對黨的組織忠誠、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

政策忠誠，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

維護」，牢記「國之大者」，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

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引領力、戰鬥

力，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

成為堅強領導核心。



017

中國共產黨的崇高政治品格

中國共產黨的崇高政治品格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

中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鬥中

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錘煉出鮮明的政治品格。」崇高政

治品格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內容，體現了共產黨人理想

信念追求和職業操守的集中統一，也是道德境界和人格力量的有機統

一。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帶領人民走過 100年的極不

平凡歷程中，在革命、建設、改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接續奮

鬥中，鍛造形成了獨特而鮮明的政治品格。

一、對黨忠誠

對黨忠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首要政治品質。早在 1929年 12月

召開的古田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案，在關於發展新黨員的五個條件中，

就明確了黨員要對黨「忠實」。
1

鄧小平同志 1956年 9月在黨的八大

1 參見《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
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7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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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黨員必須對黨忠誠老實，不隱瞞

和歪曲事實真相。這對於黨的生活有重大的原則意義。」
1

對黨忠誠，

永不叛黨，是每一個共產黨員入黨時的莊嚴承諾和神聖誓言。中國共

產黨黨章中入黨誓詞規定，共產黨員必須對黨忠誠。正是因為有了對

黨的忠誠，在漫長的革命歷史上，無數的革命者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

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數革命英烈慷慨赴死，其中收入民政

部認定的《烈士名錄》的就有 193 萬餘人。這其中的共產黨員數以百

萬計。

忠誠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內在與外在的統一。從理論上講，忠

誠是建立在崇高的信仰、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黨性基礎上的。黨性觀

念強的核心就是對黨忠誠。與此同時，忠誠也是對黨忠誠和對人民忠

誠的統一。對黨忠誠與為人民服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對黨忠誠本質

上要求對人民忠誠。因為，我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

還在人民。總結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教訓，一條很重要的結論就是

沒有把最高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忠誠於無產階級政

黨、忠誠於國家和人民的手中。

能否做到對黨忠誠，既是對其信念是否堅定、黨性是否堅強的

最終檢驗，也是對其信念堅定程度的現實檢驗。中國共產黨誕生 100

年來，已由一大時的 50多名黨員發展為現在的 9500多萬名黨員、

48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並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政黨。100年來，中

國共產黨人始終以身許黨許國，以身報黨報國，始終不忘為民情懷 

1 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版，第 2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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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國情懷。

共產黨員對黨對人民是否忠誠，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如

何更好地做到對黨忠誠，100年來，在黨的自身建設中，積累了寶貴

的歷史經驗。

第一，忠誠黨的組織，必須正確處理「組織」與「個人」的關係。

對黨忠誠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對黨忠誠首先應體現在對黨組織

的忠誠上；其次體現在對人民的忠誠上，應當時刻牢記，我們黨是無

產階級政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所有幹部都是人民的公僕，都應當

忠於黨、忠於人民，而不能把對黨、對事業、對人民的忠誠異化為

對小團體、對小圈子甚至小圈子中某一個人的效忠。在我國幾千年的

歷史上，圈子文化影響深遠，其政治上的消極作用顯而易見。值得注

意的是，現實生活中，仍有少數幹部不能正確地處理組織和圈子的關

係，有的人搞人身依附，搞小團夥，這本質上就是對黨的組織制度的

破壞，對黨的事業極為有害。對黨忠誠，應體現在時時處處事事上，

決不能此一時彼一時，此一事彼一事，對黨忠誠應當一以貫之。

第二，對黨忠誠，必須正確處理「公」與「私」的關係。《中

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第一條就規定，黨員要「堅持公私分明，

先公後私，克己奉公」
1

。如何對待「公」與「私」是對共產黨人政治

品格最直接的考量，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心底無私天地寬」。正如 

習近平總書記 2013 年 6月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所說，「無私才能

無畏，無私才敢擔當」。特別是在黨和人民利益與個人利益不能兼顧

1 《中共中央關於印發〈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的通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
選編》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6年版，第 7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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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把維護黨和人民利益作為第一選擇，決不能優先考慮個人得

失，甚至把是否影響個人利益作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考量一個共產

黨員對黨的忠誠度，關鍵看能不能擺正個人與黨和人民利益的關係，

能不能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共產黨人向來倡導的是大公無

私、公而忘私、先公後私，反對的是以權謀私、假公濟私。毛澤東同

志是共產黨人公私分明的榜樣，他曾為自己立下三條規矩：「戀親，

但不為親徇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正如

古人所說「大賢秉高鑒，公燭無私光」
1

，彰顯了黨的領袖嚴於律己、

大公無私的高尚情懷。

第三，對黨忠誠，必須正確處理「小家」與「大家」的關係。

正確對待「小家」與「大家」，在現實中的差別在於，究竟是捨「小

家」顧「大家」，還是只顧「小家」不顧「大家」，或者是既顧「大家」

也兼顧「小家」，體現着不同的境界。1957年 3月，毛澤東同志對此

做過深刻論述，指出：「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

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
2

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全家 6位烈士以寶貴的生命代價，書

寫了對黨和人民的無比忠誠。夏明翰曾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湖南省

委組織部長，年僅 28歲就被國民黨殺害，臨刑前他寫下「砍頭不要

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的詩句，彰顯了對共產

主義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謝覺哉曾經高度讚揚夏明翰，他曾在一次

1 孟郊：《上達奚舍人》。
2 毛澤東：《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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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說：「夏明翰烈士深深留在我腦子裡的是他的忠實、勇敢、誠

實、堅決—最崇高的布爾什維克品質。」

顧大家、捨小家，歷來是中華民族有志之士的優良傳統。古人講

的「謀國」與「謀身」就是這個道理，「謀國」就是一心一意為國家

考慮，「謀身」就是緊要關頭為自己留條退路。商鞅秉持「盡公不顧

私，極心無二慮」，一心一意為了秦國富強，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

才取得變法的成效，被歷代視為「大忠」的典範。黨外布爾什維克陶

行知先生以「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勉勵自己。湖南長沙黨

史館資料記載，共產黨人夏明翰烈士兄妹 4 人在 1928年上半年慘遭

反動派殺害。彰顯了人民至上、不怕犧牲、英勇鬥爭的高尚精神境

界。然而，一個時期以來，曾有不少「裸官」卻想方設法給自己留後

路，隨時準備「跳船」走人，這樣的共產黨員無異於投機分子，對黨

毫無忠誠可言。

顯然，能否做到捨「小家」顧「大家」並非小事，體現的是對黨

和人民的絕對忠誠。事實表明，一些幹部「出事」，往往就是因為對

「小家」考慮得太多，為「大家」考慮得太少，最終是「利令智昏」。

共產黨員是否對黨忠誠，需要在實踐中檢驗，也只能在實踐中檢

驗。只有始終把黨和人民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才能真正把忠誠於黨落

到實處。新時代，共產黨人必須首先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

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看齊，向黨中央決策部

署看齊。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維護黨中央集

中統一領導，這是對黨是否忠誠的最直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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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念堅定

信念堅定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就是共

產黨人的風骨。巴黎公社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歐仁·鮑狄埃在《國

際歌》中寫道，「要為真理而鬥爭」，彰顯了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

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定理想信念，才保持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正

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為甚麼我們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鬥出

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

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
1

陳雲同志也曾指出：「共產黨員要為共

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最困難的也是到底，『到底』就是奮鬥到生命

最後一息。」
2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百年來，在應對各種困難挑戰

中，我們黨錘煉了不畏強敵、不懼風險、敢於鬥爭、勇於勝利的風骨

和品質。這是我們黨最鮮明的特質和特點。」
3

100年來，無數共產黨

人正是因為有了這個風骨，真正做到了任何情況下都保持立場堅定，

頭腦清醒，不隨風飄搖，不向邪惡勢力低頭，始終堅守住了初心和使

命。方志敏烈士說：「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

信念」。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 80週年時，一位老紅軍面對新聞記者

的採訪深情地說，二萬五千里長征走過千難萬險，之所以能夠堅持到

最後的勝利，就是因為是跟着真理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

1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0頁。

2 郭思敏：《我眼中的陳雲》，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4 頁。
3 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 2021年版，第 19頁。


